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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邀我去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
金昌。在 发 进 我 的 邮 箱 里 的 采 访 提
纲里，有一项是“走访当年的皇家
马场，中国最大的军马场——山丹
军马场”。这引起了我的兴趣。40 多
年前，我与山丹军马场就结下了一生
缘分。

从北京南苑机场乘机早上出发，
两个小时后到达中国镍都金昌。刚刚
下过一场雨，祁边山麓的金昌退去了
盛夏的暑热，清凉宜人。我要去的马
场还有较远的路程，是在金昌所辖的
历史古城永昌与山丹接壤之地，那里
有一座滋养永昌县和军马场的西大河
水库。在祁连山海拔 4000 多米的冷龙
岭现代冰川融化冰雪的西大河，在古
鸾鸟古城的遗址旁，西大河水库，背
靠祁连峡谷，峡谷里青松翠柏，蓊蓊
郁郁如同屏风守护着这池碧水。四周
是绿毯般的大草原，军马一场的的6个
牧队放牧的马群、牛群和羊群，远远
望去像珠宝一样嵌镶在这无垠的绿毯
上，环抱着这晶莹的水库湖泊，如同
一面宝镜，镜中的祁连峡谷草滩，云
雾缭绕，如幻如仙。守护的管理所副
所长，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30 多年，生
活在这仙境般的高原峡谷，守护着祁
连赐给这方百姓的一池碧波。前些
年，一度喧嚣的祁连山开矿开发热，
曾给祁连山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经
过这两年的整治和保护，祁连山又重
新成为绿水长流青山不老的人间仙
境。波光粼粼的湖水，映出的岁月风
云，水库旁边著名的“皇家马场”就
在丝绸之路的祁连山麓写下了自己千
年历史。大马营草原，地跨甘青两
省、毗邻三市 （州） 六县，总面积300
余万亩，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是马
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从西汉王
朝设皇家马场牧师苑距今已有 2100 多
年的历史。1949 年 9 月 21 日，解放军
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奉毛泽
东电令：要完整无缺地将大马营军马
场接收下来，正式接管山丹军马场。
1961年6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山丹军马场。我就是在此后与军
马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遥望草原，
我与军马场的故事，浮现在眼前……

I971年深秋，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
两年多，有一天，从北京派来管理知
识青年的带队干部，光冲冲告诉我，
总后勤部来人招知青，去不去？一听
总后勤部，我便报了名。直到上了军
车拉到更深的山沟里，才明白无误地
看仔细“总后勤部”后面还跟上一串

补语“军马局延安军马场”。我在叫做
甘沟的连队干了半年牧工，便上调到
总场去看仓库。我是从新职工中百里
挑一选出来，心情如范进中举。如果
不是从甘沟上调场部看仓库，而是从
北京下放到这里来看仓库，我就不是
范进是林冲了。当年军马场实行“大
礼拜”，一旬一休，一个月只有 3 天休
息日。9 天劳作才能有一天休息，洗
衣、购物、整理一下内务，眨眼就天
黑了。延安军马场的场部人员，大多
是从山丹军马局调来的老职工，从延
安招上来的知青只有供应科几个人。
除了我当保管员，还有两个外交部的
子弟当会计。我们所在的供应科，一
到“大礼拜”天，就成了连队的插队
知青来场部购物发信、落脚的据点了。

知青聚到一起，没有饭局，但有
酒有烟。烟是我集腋成裘，攒的。汔
车司机拖拉机驾驶员到我的库房领材
料时，都会递上一支烟，我接过来，
往笔筒里一丢，一天就攒半筒。酒是
场部加工队自酿包谷酒，每天酿出新
酒入库之前，从门口经过，哥们喊一
嗓子：“热的！”出来用茶杯舀上半
杯，那是常事。有朋自连队来，香烟
管够，烧酒伺候，漫天海聊，也够快
活一阵。酒加烟再加青春二十的几个
小伙子，聊到后来，就唱 《三套车》

《红梅花儿开》，天天如此也没劲。五
连有个眼镜儿有一次说：“我写诗，念
给你们听听？好吗？”这人的诗写得真
好，文绉绉，酸溜溜，情绵绵，听了

心痒痒。小刘笑了：“眼镜，哪儿抄的
吧？”眼镜急了：“哪能抄呀？以前有
人当过知青吗？我这叫创作，懂吗
您？”经过轮番审问，并以断烟停酒相
威胁，眼镜儿交代他有几本禁书。“下
次带来！”10天后，眼镜来了，神秘地
从书包里掏出几本又破又黄的书：“别
让人看见了，了不得，封资修！”可不
是吗？《花间集》《西厢记》、普希金的

《欧根·奥涅金》，还有其它一些诗集。
我只记住了这 3本书名，因为这 3本书
最受欢迎。一下子，大家都写起诗来
了，好像一个马场诗社。我记得，每
次小刘都认真地调侃这些“情诗圣
手”，嘴上叼着一只大头烟斗。我看着
小刘想：“这个烟斗大概就是资本主义
的香港，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只可惜，烟斗里装的是贫
下中农的蓝花烟。”在这个“诗社”存
在期间，我只写过一首诗，应该说改
写过一首诗，就是长诗 《欧根·奥涅
金》，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我
觉得这个故事很动人，但觉得这封信
译得没文采，便动手重写了一遍。记
得是在冬天，当时，马场的场部也发
生了一件中国式的爱情悲剧。

场部一个司机，和家乡的一个姑
娘恋爱，并且让姑娘怀上了孩子。这
个女人离开家乡来到马场，想在这里
弄掉这个孩子。女人长得高头大马，
天天在球场打球，又蹦又跳又跺又
跑，那孩子就是不肯出来。最后，还
是足月生出来了。孩子降生那天，当

父亲的司机出车到西安去拉货去了。
天降大雪，四野茫茫，那女人自己给
自己接生。然后用棉布包上孩子，爬
上场部后面的山坡。她在半山腰刨了
个坑，把那刚出生的婴儿埋了。当她
从山坡走下来，被邻居发现了。任凭
人们追问，她只放声大哭。于是，一
群人寻着她留下的脚印，上了山，扒
开土堆，在冰雪里埋了多时的婴儿，
居然还有口气！婴儿被送进了场部医
院抢救。消息传开，想要这孩子的人
在救护室外排起了队：“这孩子命大，
好养活！”“是个男孩！”“一个钟头都
冻不死，神了！”故事最后是中国式的
喜剧——出差回来的爸爸，二话不
说，把母子接回了家，然后从场部开
出一张结婚证，到处派送喜糖。

我吃着喜糖，用诗句重写了达吉
雅娜那封信和 《欧根，奥涅金》 部分
长诗。今天回想起来，我想，与诗结
缘的起点，确实是在军马场那些日
子。这件事后不久，延安军马场撤消
了，喜糖和诗社也都像那年的雪，悄
然消失了。

这 40 多年前的故事，像眼前大草
原上雨水后冒出来的野花，缀满我的
心田。眼前的马场已是国有大型农牧
联合企业。高山巍然依旧，草原碧绿
如洗，当年驰骋大漠的马群化作天上
的流云，当年青春如梦的岁月已经成
为笔下的故事。只是此刻，又听见了
一声声马嘶卷起了血管中哒哒敲得震
耳的蹄声……

泥藕 （Neal） 是学校的清洁工，多
少年了？不清楚，反正 20 多年前我来
时，他的身影已经在走廊里晃动了。

泥藕令人过目难忘，并非时下流
行的标准“高富帅”，而是因其独特的
姿态。见过的黑人不算少了，但像他
这种形销骨立、从头到脚不见一丝赘
肉、四肢轻盈灵巧如一只蚂蚱的，确
为罕见。

无论是走路，还是推车，搬运重
物，或是与人交谈，泥藕总是抓紧每
分每秒，跳跃双脚，挥动长臂，伸出
脖颈，翻动嘴唇，转动眼球，表情极
为夸张，像在舞台上表演。每每看到
他，总会想起儿子小时陪他看过的一
部电影 《狮子王》。当然，酷似泥藕
的，不是森巴，而是片中一些活泛的
配角。

除了姿态，泥藕的饭盒，也吸引
我目光。午餐时大家在食堂里围坐，
他的饭盒盖子一打开，总会引来艳
羡。红辣椒，紫茄子，粉大虾，青木
瓜，雪白的米饭，令人垂涎。

“健康饮食，当然，当然。”泥藕
频频点头，如小鸡啄米。“但归根结
蒂，要靠动。我从早到晚，四肢不
停。”

跳 跃 ， 走 动 。 也 许 真 是 灵 丹 妙
药。二十多载春秋，一晃即逝，眼看
着周围的白人同事一个个发福、松
懈、倦怠、迟缓，最终在告别会的歌
声中含泪惜别。然而，泥藕一如既往

地轻盈、灵动。只是仔细观察时，才
能发现，他那永远剃得光洁的头顶
上，新冒出的曲卷的发丝，已悄然褪
色。

泥藕总是清晨即起、洒扫庭除的
那一个。多年前的一个清晨，迎头碰
上，他面露羞惭，告诉我，“昨天你丢
在垃圾桶里的茶叶盒，真漂亮。我捡
出来，拿回家去了。”

感到他眼中的紧张和愧色，几句
安慰之后，我匆匆拉开抽屉，找出一
盒未启封的中国茶叶，送给了泥藕，
感谢他每天为我工作。就这样，自然
而然地，扯起了一般人尽量避免的私
生活。

泥藕说，他离婚多年了，很享受
单身汉的快乐。

“要女人做什么？我自己会打理一
切，做饭、洗衣、清洁、挣钱，此外
还有什么？对了，你若是忙不过来，
我可利用休息日去你家，帮你清洁厨
房厕所。专业服务，收费合理。嘻
嘻。”

我也笑了。这个锻炼身体的宝贵
机会，还是留给自己吧。

要女人做什么？是啊。“泥藕，你
有孩子吗？”

“有个女儿。早已长大，离家工作
了。”

谈到婚姻，泥藕那一向煽动飞快
如蜂鸟翅膀的嘴唇，忽然滞涩了。惜
字如金，目光闪烁。

泥藕的故乡，在大西洋上的一个
岛国。17 岁那年，他移民加拿大，不
久便结识了一个白人女子。同居 3 年
后，结婚了。36岁那年，女儿出生了。

简洁如电报。眸子里忽闪着防范
之光。不再探索了。只是泥藕那夸张
的肢体语言、忐忑或者说神经质的表
情，依然如故，时不时提醒着一个也
许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什么？

前几天，我的办公室地毯不小心
撒上了茶叶末。泥藕拖着吸尘器来
了。一面清洁，一面再次煽起两片蜂
鸟翅膀，飞快地诉说。他的目光落在
了案头的镜框上。儿子幼年的小照。

“知道吗？54岁那年，我就办了离
婚。女儿从此与我恩断义绝，互不来
往。她今年 34 岁了，也不知她身在何
方，是否成了家。反正我把她抚养
大，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唉，由她
去吧！我早已学会了放弃，把一切干
扰我快乐的因素，都排斥在心灵之

外，过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我好奇了。

“她妈妈告诉她，我从18岁起就开
始抽大麻，把脑子抽坏了。”

愕然。“她是诬蔑你吧！”
“不。是真的。”泥藕摇摇头，目

光盯着我，镇定自如。
“大麻？怎么抽？我从没见过。”
泥藕放下吸尘器，弯了细腰，伸

直 长 脖 ， 翘 起 兰 花 指 ， 比 划 着 说 ，
“瞧，就是这个样子，要用吸管，从浸
泡着大麻的水里吸入。”

明白了。不久前，加拿大联邦政
府顶着一片喧嚣，通过了大麻合法化
决议，并于今年7月正式实施了。可怜
的泥藕，似乎等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
刻。

“你今年多大了？”
“元月刚满七十。”
我 再 次 打 量 着 面 前 的 泥 藕 ， 不

知道该说什么，大麻啊大麻。

一
来到济南历城，历城的朋友先带着去看华山。
一路全是街衢楼厦，尽显现代都市风貌。好不容易到

了，漫野中看到一座不大的山包。心中疑惑，历城没有太好
的风景？这小山远远望去，就是一个情窦未开的花骨朵。没
有遮挡，也没有起伏，就那么孤孤地立着。正想问什么，又
想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的警语，遂不敢多言。

二
果然，刚进入大门，就有数十棵松柏挡眼，凛然如武

士。抬头看标牌，年岁可都不小，这位横刀立马者900岁，那
位气冲牛斗窜到了 980，最小的一位，也 800 整了。即刻肃
然，不敢高声。再往前，巍巍然一座宫殿，不，一群的宫
殿。却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华阳宫，还有三元宫、玉皇宫、泰
山行宫，还有净土庵、关帝庙、观音殿，真个鳞次栉比、檐
牙高啄，铺排一片。殿内线条清晰的壁画，竟是元代遗迹。
渐渐就有某种气息接通。也就明白，这松柏这殿宇竟都是因
了一个氛围，华山的氛围。

不大的华山，到了跟前竟然膨大起来，远处看见的花骨
朵，也已经开了。更为惊讶的是，原来这华山，就是史书上
的“华不注”。看它表面不大，名气却远超无数高山峻岩。应
了那句话，浓缩的是精华。这精华，与史上发生的一件事
有关：齐晋鞍之战。从课本里早就知道两个著名战役，一是
秦晋崤之战，一是齐晋鞍之战。这两场大战都是晋国取胜。
对方失败的原因，全都因了骄兵。我正好刚从崤山回来，那
崤之战在深山峡谷，鞍之战却在平原。单说鞍之战，齐顷公
可能觉得齐国还可以，又在自己地盘上，丝毫没把晋国兵马
放在眼里，撂下早饭说打完这一仗回来再吃。没想到齐军却
被晋军吃了，最后顷公的车驾被晋人追着绕华不注跑了三
圈。要不是逄丑父同他换了角色让他“华泉取饮”，说不定就
做了晋人俘虏。由此也成就了丑父的义名，殿内至今还有他
的忠烈造像。

多少年，萧萧杀伐已经停歇，慌乱的奔突也已经远去，
华不注就这么悄然地躲在了时间的深处。大概可以这样说，
凡深幽处，都会是寂寞处。或者说，凡寂寞处，都是深奥
处。我为差一点错过而叹惋。我看到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单
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单
椒很是亮眼。李白如此感叹：“兹山何俊拔，绿秀如芙蓉。”
芙蓉也很入心。据说宋代以前，这里是一片水，李白或乘舟
而来，同我来时的感觉大不相同。赵孟頫来了，画出一幅

《鹊华秋色图》，并题记：“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乾
隆感同身受，对此画欣爱有加，亲自题书“鹊华秋色”。还有
曾巩、元好问、张养浩、康有为都曾为此山激情感奋。康有
为也是遍赏名胜见过大世面的，但是一见这一带山水，竟然
主张将国都迁到华不注前。

三
越往上走，就越发感觉到那莲的渐次开放。真的，是在

这个早晨一点点地开了。上到高处看见华山前的一池清漪。
原来山下有个华泉，属于济南七十二名泉中的一位。华泉涌
成的湖水，同远来的水连在一起。元好问就在 《济南行记》
中提到，大明湖自北水门出，与济水合，弥漫无际。遥望此
山，如在水中。有人说先有历城，才有了济南。也可以说，
是先有了华山，才有了历城。华不注就像一粒种子，让一个
都市生根开花。

除了松柏，更多的是竹子，这根根翠竹，怎么会在北方
长得这么葱茏？站立其间，清气缠着微风，同华山的品性相
偕相照。

一条小路弯弯其上，铺张的连翘和偷开的野杏在小路的
两旁黄黄白白。山还是十分陡峭的。上到半山腰便云雾缭
绕，烟岚蒙蒙，恍惚于仙境。山上依然有庙。就想起那庙里
的道士和道士后面的狼，都作古好久了，故事还活着，那里
边有一个哲学命题吧。

为了赶“五一”，工人们在整修，所以游客不多。在一处
屋宇拐角，看到学生模样的两男一女在画画，说是山东大学
的。口音像闽南语，原是来自台湾。说每年都有同学作为交
换生来大陆学习，他们专门选的山大。我有些好奇。他们笑
了，说喜欢这里的山水，尤其是华不注，因为那枚台湾发行
的邮票。女同学拿出一本邮册，其中就有赵孟頫的 《鹊华秋
色图》。

远方的人，怎能不到这华山走一遭。站在山顶往北可以
看到滔滔的黄河，往南能看见小清河。小清河并不小，以前
接着济水。济水同长江、黄河、淮河为古四渎，曾波澜壮
阔，舟帆相继。听说济南正在做着大明湖同这边水系的连通
工程，不久会重现历史美景。再往前看，就看到了巍巍泰
山。这样便想起这“怒之如奔马，错者如犬牙，横者如折
带，乱者如披麻”的华山，或同泰山是一脉相连。有说杜甫
就是站在华山上望岳的。也有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立脚点，
我们的诗人如何能有那种激荡的胸怀？

走的时候，三个学生还在画画。想到那枚邮票，是否就
暗合了余光中的“故乡”情缘？于是就有远方的游子，带着
这枚小小的邮票，漂洋过海地来了。

再看华不注，已经是另一番感觉。还有那群不老松，不
知要再经历多少个9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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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

泥藕的羞惭
□李 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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